
本版编辑 申鸿皓

野 您老身体怎样袁家里有什么困难钥 冶
野 现在身体有点毛病袁长期吃药遥谢谢

书记关心冶遥
6月 30日袁 在赵河街道何营村 72

岁的老党员郭庆玉家遥县委书记余广东详
细地询问家庭收入情况和身体情况袁叮嘱
镇村干部多关心老党员的生活袁帮助他们
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困难遥
在桥头镇袁 余广东还看望慰问了老党

员张全堂尧郭庆玉袁向他们以及全县广大
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遥余广东希望老党员
能够老有所养尧老有所乐尧嘱咐老人要保
重身体并为两个老党员送去慰问金尧慰问

品遥
余广东指出袁很多老党员在平凡的工

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袁退休后仍不忘
为党奉献遥 各级党委尧政府要关心基层老
党员和困难党员的工作和生活袁切实帮助
解决实际困难袁为他们提供更多发挥作用
的平台遥希望全县广大党员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尧 新思想尧
新战略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袁增强党
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袁不断为社旗改革发展
作出新贡献遥

县委常委尧 县委办主任关文波陪
同遥 (郭建刚)

余广东在看望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时指出

老党员是党和政府的贴心人

社旗消息 眼下袁野 百企帮百村冶活
动正在全县有序推进遥 作为县里的骨干
带头企业袁 赊店老酒公司参与脱贫攻坚
活动袁落实贫困人口增收致富措施袁以解
民忧尧 帮民富的实际行动展示企业服务
大局尧奉献社会的良好形象遥

在全县野 百企帮百村冶活动中袁赊店
老酒公司负责帮扶的对口村是唐庄乡岗

李庄村遥 该村因人多地少尧基础薄弱尧资
源匮乏尧无支柱产业袁全村有 71户 334
人为脱贫对象袁 根据县里的计划 2017
年年底要实现整村脱贫遥

赊店老酒公司与岗李庄村结对帮扶

后袁董事长单森林非常重视袁反复强调袁
要把扶贫作为企业一项重要工作袁 作为
服务大局尧报效社会的具体体现袁展示企
业良好形象遥 随后成立了由总经理为组
长尧党总支书记为副组长袁有关部门主管
为成员的帮扶领导小组和专班推进班

子遥帮扶人员进驻到岗李庄村后袁逐户逐

人走访了解帮扶对象收入来源和生活状

况袁很快就研究制订了因户帮扶尧因人帮
扶尧精准帮扶的措施院一是就业帮扶遥 公
司通过整合人力资源尧优化岗位配置袁腾
出 20多个就业岗位袁 面向贫困户招收
20岁～50岁不同年龄段尧 不同文化层
次的帮扶对象到企业就业袁 实现家门口
打工增收遥二是种养帮扶遥利用企业职工
食堂肉蛋菜需求量大的特点袁 引导贫困
户发展家庭养殖和蔬菜种植袁 签订供需
协议袁 按高于市场价收购遥 三是教育帮
扶遥设立贫困户助学基金袁凡贫困户或困
难家庭子女考上二本以上院校袁经企业和
村委认定后给予资金救助遥 四是项目帮
扶遥计划在唐庄乡引进投资 5000万元的
陶瓷生产线袁建成后可安排 300人就业遥

总经理李刚表示袁赊店老酒公司要
在野 百企帮百村冶活动中发挥带头作用尧
榜样作用袁用真情尧动真劲尧真扶贫袁以实
际成效回报社会关爱遥 渊徐德权冤

赊店老酒用真情回报社会

凝心聚力务实干 打赢脱贫攻坚战

社旗消息 6月 30日袁县委书记余广
东在我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6 周年
暨表彰大会上强调袁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尧 团结干
事尧负重拼搏尧赶超创新袁聚力转型跨越袁
奋力建设野四个社旗冶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再立新功遥 县委副书记王少华主持遥

县领导徐翔远尧 魏鹏飞尧 刘凤林尧卢
涛尧钱勋尧关文波尧邱国彦尧贾迪出席遥

余广东指出袁要党建引领尧务实拼搏袁
在全力推动发展中实现新跨越遥全县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在推进发

展上抢抓机遇袁坚持把项目建设与科技创
新作为发展的两大支撑袁全力打好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尧创新驱动发展尧基础能力建
设尧新型城镇化野四张牌冶袁推进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曰 要带头在脱贫攻坚中精准发
力袁 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袁
大力发展扶贫产业袁 认真做好转移就业尧
政府保障兜底尧社会救助等工作袁用足用
活教育尧 卫生等领域专项扶贫政策措施袁
确保今年计划整村脱贫的 20 个贫困村
顺利脱贫摘帽曰要带头在全面深化改革中
披荆斩棘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袁深化财税
和投融资体制尧 文化管理体制和农村改
革袁着力推动改革任务精准落地袁释放发
展新动能曰要带头在改善民生和确保社会
稳定中奋发有为袁 坚决扛稳政治责任袁做
到守土有责尧守土尽责袁扎实办好民生工
程袁 不断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
度袁为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遥

余广东要求袁 要强基固本袁 建好队
伍袁在抓基层打基础中树立新标杆遥 全县
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攻坚克难的战斗

堡垒作用袁夯实责任袁筑牢基础袁完善机
制袁全面抓严抓实各领域尧各环节的党建
工作曰要选优育强队伍袁采取多种渠道尧多
种方式选准和培育素质过硬的基层党组

织负责人袁 加强教育培训和管理监督袁使

他们具备履职尽责尧为民服务的野两把刷
子冶曰要坚持整顿提升袁高度重视对软弱涣
散村党组织的集中整顿袁对照标准袁迅速
补齐短板袁确保全面过硬尧全面进步曰要提
升服务水平袁围绕群众需求袁做到野民有所
呼袁我有所应冶袁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野最
后一公里冶曰要打造党建品牌袁以野星级冶党
建为抓手袁激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
内在动力袁抓特色尧求实效袁为建设野四个
社旗冶提供坚强组织保障遥

余广东强调袁要走在前列袁做好表率袁
在敬业奉献中彰显新形象遥全县各级党员
干部要充分发挥走在前列的先锋模范作

用袁围绕政治合格袁在增强野四个意识冶上
做表率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曰围绕执行纪

律合格袁在严守党规党纪上做表率袁确保
在纪律和规矩上过得硬曰 围绕品德合格袁
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做表率袁始
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曰围绕发挥作用合
格袁在用心工作务实重干上做表率袁全力
以赴推动社旗转型跨越发展遥

余广东要求袁要转变作风袁履职尽责袁
在全面从严治党中践行新要求遥要坚定理
想信念袁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根基袁切实
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袁 加强党性教育袁
加强意识形态管理曰 要驰而不息改进作
风袁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袁强责明责袁
担当作为袁用心工作袁狠抓落实袁狠抓野四
风冶袁久久为功曰要严格落实野两个责任冶袁
打造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遥

王少华指出袁各级党组织要持续推进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野强基工程冶和野固本工
程冶袁广大党员要强化野四个意识冶袁在脱贫
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袁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尧凝聚力和
战斗力袁以党的建设的新成效开创我县转
型跨越发展的新局面遥

会议表彰了野双十双百冶先进典型尧第
二届野回创之星冶以及第三届野拔尖人才冶遥
部分获奖代表作了典型发言遥

各乡镇渊街道冤党委渊党工委冤书记尧组
织副书记尧组织委员尧县直各单位党组织
书记参加会议遥 (上图市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6周年暨表彰大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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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旗消息 墨香沐赊店袁廉风荡古镇遥
6月 29日，由县纪委、监察局举办的“清
风赊店”楹联书画展在赊店书画院开幕。

县委书记余广东、市纪委宣传部部长耿

磊出席开幕式。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黄静主持开幕式。

县领导刘群才、白国辉、刘玉庚、赵荣霖等

出席。

按照中央和省、市纪委的部署，县纪

委、监察局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和监督责任，把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作为

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立足当

前，着眼长远，结合县情，创新开展了一系

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创建活动，充分

发挥了廉政文化的教育、熏陶、激励作用，

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崇廉尚洁意识，形成了

良好的社会风尚！

据介绍，这次“清风赊店”楹联书画展由

县农村信用联社协办，县文联、县书协、县

美协、县楹联协会、县书画院承办，共展出

作品 112件，其中美术作品 28件，书画作
品 84件。参展作者 60人，其中中书协会
会员 3人，省级会员 18名，特邀艺术大师
15名。书画作品形式多样，主题鲜明，内
涵丰富，紧扣“廉政”主题，弘扬廉政文化，

突出廉政教育，为全县纪检监察系统“讲

忠诚、守纪律、做标杆”活动开展吹来了一

缕清风，也为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融入了一渠清泉！

（部分作品详见第四版) （申鸿皓）

社旗消息 7月 1日袁县委书记余广
东深入李店镇南元庄村尧朱庄村袁桥头镇
小河流村检查指导脱贫攻坚氛围营造工作遥

县委常委尧宣传部长贾迪参加遥
在朱庄村袁脱贫攻坚文艺宣传队正在

为群众演出叶 万众一心奔小康曳大调曲遥余
广东说袁这种形式群众喜闻乐见袁寓教于
乐袁要走进全县每一个贫困村袁让贫困户

人人明白扶贫政策遥
余广东指出袁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不

断推向深入袁全县上下要把加强宣传作为
决胜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袁不断创新宣传
形式袁拓宽宣传阵地袁丰富宣传内容袁多角
度尧多层次宣传脱贫攻坚工作袁努力营造
全社会了解尧关心尧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
浓厚氛围遥 （申鸿皓）

余广东检查指导脱贫攻坚宣传氛围营造工作

“清风赊店”楹联书画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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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广东在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上指出

抓实抓好干出成效创出特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6月 28日袁 全县脱贫攻坚第五次推

进会召开遥 会议根据省尧市核查组反馈的
情况袁重点安排档卡规范化建设和问题整
改工作袁迎接省第三方评估和下步重点工
作袁 确保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扎实推进袁取
得实效遥

县委书记余广东出席会议并讲话遥县
委副书记王少华主持会议遥

县领导徐翔远尧魏鹏飞尧卢涛尧黄静尧
钱勋尧关文波尧马根锋尧邱国彦尧贾迪等出
席会议遥

余广东指出袁 脱贫攻坚是政治任务袁
是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袁
也是一项良心活遥 全县上下要坚定信心尧
一鼓作气袁增强危机感尧紧迫感和使命感袁
把干劲和力量都凝聚到持续推进脱贫攻

坚工作上来遥 要牢固树立野 准备好尧打得
好尧打得赢冶思想袁坚决克服野 闯关思想尧厌
战情绪尧畏难意识冶袁既要对好野 标冶袁又要
对好野 表冶袁算好时间账尧任务账尧责任账袁
把每一件事情都抓实抓好尧 干出成效尧创
出特色遥

余广东要求袁要全面查摆问题袁切实
做好问题整改工作遥 主要做到野 三突出冶院
一是突出重点抓整改袁二是突出对标要求
抓整改袁三是突出统筹协调抓整改遥 要卡
紧时间节点袁认真做好迎接省第三方评估
工作遥切实做到野 三个抓冶院一是抓督查袁二
是抓重点袁三是抓成效遥要注重远近结合袁
确保完成今年脱贫攻坚任务遥 准确握好

野 四个字冶院一是帮扶措施要野 准冶袁二是产
业发展要野 快冶 袁三是政策落实要野 实冶袁四
是执行程序要野 严冶遥

袁余广东强调袁要坚持效果导向袁夯实
工作责任遥一是必须压实责任袁拿出野 绣花
功夫冶袁切切实实把各项工作做细做精遥二
是必须转变作风袁树立野 不干就是失职袁不
主动就是平庸袁干不成就是下课冶观念袁以
愚公移山的定力尧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
心袁一步一个脚印袁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个
环节的工作遥 三是必须严格按照叶 脱贫攻
坚责任制实施办法曳及其叶 细则曳等有关规
定袁严肃考核袁严格奖惩袁确保打赢打好脱
贫攻坚战袁向省市和全县人民交上一份给
满意的答卷遥

县委常委尧常务副县长魏鹏飞就脱贫
攻坚政策落实尧项目建设尧资金使用等工
作进行安排曰县委常委尧县委办主任关文
波通报了省市近期督查核查检查反馈的

问题曰副县级领导李贺峰就省核查验收组
反馈问题整改尧迎接第三方评估以及下步
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遥卫计委尧人社局尧民政
局负责同志对医疗扶贫的相关政策进行

解读遥
在家的县四大家领导袁各乡镇渊 街道冤

党委书记渊 党工委书记冤尧乡镇长渊 办事处
主任冤尧责任组组长尧村支部书记袁县直各
单位一把手尧驻村第一书记袁县扶贫办全
体同志参加会议遥

（赵兰奇）

社旗消息 6 月 29 日袁 我县召开
2017年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年中督
导会议遥 市督导组组长尧市纪委常委赵顺
民袁市纪委委员尧西峡县副县长王雨等出
席会议遥

县委书记余广东主持会议遥
县领导王少华尧徐翔远尧魏鹏飞尧刘凤

林尧卢涛尧黄静尧钱勋尧关文波尧邱国彦尧贾
迪等参会遥

赵顺民指出袁社旗县委尧县纪委要站
位全局袁进一步统一思想袁严格按照从严
治党要求袁对标看齐袁做到以上率下抓好
落实尧检查督办抓落实曰要落实主体责任袁
主动担当作为袁 制定详细的责任清单袁科
学设置清单内容袁强化对权利运行的制约
和监督袁从源头上治理问题袁做到守土有
责尧守土尽责袁使失责必追成为常态袁坚决
遏制腐败现象发生遥

余广东对上半年我县县委履行主体

责任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遥 今年以来袁我
县强化主业主责意识袁 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遥着力加强领导袁强化责任意识袁着力健
全机制袁推动工作落实袁着力宣传教育袁筑
牢思想道德防线袁着力队伍建设袁选好用
好干部袁着力监督检查袁严格考核奖惩曰支
持纪委履行监督责任袁持续保持高压反腐
态势遥从严查办案件袁推动源头治理袁主动
接受县纪委监督袁 开创同级监督新局面袁
抓实巡察工作袁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曰严肃党的政治生活袁切实加强作风建
设遥 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袁严肃党的
政治生活袁 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袁
驰而不息纠活野 四风冶遥

县委常委尧纪委书记黄静对上半年我
县纪委履行监督责任工作情况进行了汇

报遥
会上对县委及领导班子进行了民主

测评遥 渊 田震冤

我县 2017年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年中督导会议召开

我县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6周年暨表彰大会

高举旗帜 万众一心 开拓进取 真抓实干
开创决胜全面小康转型跨越发展新局面

余广东讲话 王少华主持

社旗消息 7月 1日上午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尧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尧社长赵铁军袁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总经理薛德星一行袁在县委书记余广东袁县委
副书记王少华袁县委常委尧宣传部部长贾迪的陪同下袁就
赊店商埠文化园建设进行参观考察遥

赵铁军一行先后来到山陕会馆尧广盛镖局尧厘金局
和赵河公园等地进行参观考察遥

余广东向赵铁军简要介绍了社旗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以及赊店商埠文化园区尧城市建设情况遥 特别是打
响野 商埠古镇信义赊店冶野 万里茶道商业重镇冶旅游品牌袁
以文化旅游为重点的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

点袁商埠文化产业示范区快速发展袁赊店古镇知名度和

影响力不断扩大遥余广东希望河南日报社对于社旗的发
展建设多支持尧多帮助尧多宣传尧多提宝贵意见袁帮助社
旗把工作做得更好遥

赵铁军对社旗文化旅游产业和城市建设取得的好

成绩表示祝贺遥 他认为社旗县委尧县政府坚持科学发
展袁务实重干袁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对于提升社旗形
象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遥 他表示袁叶 河南
日报曳作为省级主流媒体袁今后将把更多的目光投向社
旗尧关注社旗袁将组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的记者尧
编辑深入社旗乡村袁把社旗工作的经验尧先进典型采访
好尧总结好尧宣传好袁为促进社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作出应有贡献遥 （李畴）

赵铁军薛德星考察赊店商埠文化产业示范区

社旗消息 6月 30日上午袁 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徐翔远袁 县政协副主席夏牧袁
来到饶良镇看望慰问老党员袁代表县委向
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遥
在饶良镇曹庄村袁老党员夏松党愉快

地回忆起当年参军和入党时的情形遥饶良

村 83岁的老党员付付长说起当年组织
群众开展生产的往事滔滔不绝遥

徐翔远叮嘱老党员继续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袁嘱咐镇村两级党组织负责同志要
关心关爱老党员的生产生活袁帮助解决生
活中的实际困难遥 （杨玉波）

徐翔远在饶良看望慰问老党员


